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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4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博创科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90 

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

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，不送红股，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博创科技 股票代码 300548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郑志新 汪文婷 

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 306 号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 306 号 

电话 0573-82585880 0573-82585880 

电子信箱 stock@broadex-tech.com stock@broadex-tech.com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√ 是 □ 否  

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

其他原因 

单位：元 

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

本报告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337,916,379.74 182,756,587.62 182,756,587.62 84.9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26,773,355.37 6,093,764.50 6,093,764.50 339.36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23,943,270.58 -739,102.93 -739,102.93 3,339.50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96,854,788.34 -7,327,221.73 -7,327,221.73 -1,221.8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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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8 0.07 0.04
注 350.00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18 0.07 0.04
注 350.00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.22% 1.00% 1.00% 3.22% 

 本报告期末 
上年度末 
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

度末增减 

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

总资产（元） 881,198,160.20 766,469,739.72 766,469,739.72 14.97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646,812,280.40 620,476,924.38 620,476,924.38 4.24% 

注：注 本报告期，公司公积金转增股本导致的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，按照有关准则规定，对可比期间以及本报告期的每股

收益进行了调整。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,836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ZHU WEI 境外自然人 20.15% 30,240,000 23,940,000 质押 7,890,120 

天通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10.67% 16,018,980    

东方通信股份有

限公司 
国有法人 9.77% 14,660,000    

丁勇 境内自然人 8.56% 12,850,400 10,030,500   

上海浦东发展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

－广发小盘成长

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（LOF） 

其他 3.06% 4,592,144    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－广

发双擎升级混合

型证券投资基金 

其他 2.51% 3,765,766    

JIANG 
RONGZHI 

境外自然人 2.16% 3,240,000    

WANG 
XIAOHONG 

境外自然人 2.16% 3,240,000    

#甄莉 境内自然人 1.24% 1,865,977    

中国工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－广

发创新升级灵活

配置混合型证券

投资基金 

其他 1.20% 1,800,000 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ZHU WEI(朱伟)与 WANG XIAOHONG(王晓虹)系夫妻关系，丁勇与 JIANG 

RONGZHI(江蓉芝)系夫妻关系。 

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

业务股东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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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2020年上半年，公司克服疫情等困难，落实董事会战略部署，抓住行业机遇，加快发展，取得较好业绩表现。2020年上

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.38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84.90%，实现净利润2,677.36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339.36%。 

（一）境内外市场销售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境内电信运营商加大10G PON网络建设投入，境内互联网企业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投入，带动公司10G PON

光模块和数据中心光模块境内销售快速增长。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境内销售收入3.16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04.00%，占

总销售收入93.51%。由于一季度疫情影响，公司对境外客户交付光分路器产品较低，影响上半年境外销售规模。公司2020

年上半年实现境外销售收入0.22亿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21.31%，占总销售收入6.49%。 

（二）光无源、有源器件销售情况 

报告期内，光分路器市场需求下降，DWDM器件市场需求稳定，光无源器件产品实现销售收入1.01亿元，比上年同期下

降17.41%，占总销售收入的29.81%。国内电信运营商10G PON网络建设和互联网企业数据中心建设持续投入，公司的PON

光模块和数据中心光模块销售实现同比快速增长。公司光有源器件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.37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90.16%，

占总销售收入的70.19%。 

（三）研发持续投入、实现重点产品突破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持续保持研发投入，研发支出2,126.7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5.69%，占公司营业收入的6.29%。公司

的多款新型DWDM器件、10G PON光模块、数据通信用高速光模块实现批量出货。25G无线前传硅光模块通过客户测试认证。

数据通信400G DR4硅光模块正在向境内外客户送样测试。 

（四）有源器件双基地建设初见成效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克服疫情等困难，加大嘉兴、成都两大产研基地建设，扩大有源器件产能规模，向上游延伸产业链，增

强公司有源器件的供应能力，同时为定增募集资金项目做好前期准备。 

（五）主要子公司业绩提升 

报告期内，成都迪谱发挥10G PON光模块领先优势，扩大产能，满足客户增长的需求，实现营业收入1.27亿元，比上年

同期增长180.62%，实现净利润1,517.6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36.27%。英国公司实现多款新型AWG芯片量产，扩大产能，

有力地支持母公司DWDM器件业务，实现营业收入0.19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437.75%，亏损717.51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减亏

30.00%。 

（六）资本运作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博创美国公司以自有资金150万美元购买Sicoya公司可转换债权，旨在加强与其战略合作，

增强公司在硅光子技术领域的业务能力。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筹划并推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，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相关申请，并于2020年7

月30日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的同意意见。  

（七）净利润影响因素 

受以下因素影响，报告期净利润同比上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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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营业收入3.38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84.90%。 

2、受新产品逐步导入并形成规模销售的影响，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毛利率较第一季度有所提升。  

3、报告期内计提股权激励费用414.81万元，上年同期计提股权激励费用726.18万元。 

4、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为283.01万元，主要系政府补助及闲置资金理财收益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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